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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 A'-型依存结构在最简⽅案下的句法推导1

潘俊楠
⾹港中⽂⼤学
提要

在最简⽅案的框架下，本⽂区别于 Pan (2016a, b; 2017)以单特征[variable]为核⼼操作的分

析，引⼊与左缘结构(Left-periphery)相关的特征，提出⼀套以双特征系统为基础的句法推导机制。
并利⽤双特征句法推导机制，系统观察了语缺(gap)、复指代词(resumptive pronoun)以及零代词(pro)
在汉语两种 A'型依存结构中的句法分布，分别检验了三者在孤岛效应(island effects)和重建效应
(reconstruction effects)上的句法表现。观察表明语缺和关系化结构的复制代词所在句⼦的推导⽅式
为多次传输，句⼦呈现孤岛效应；零代词和话题化结构中的复制代词所在句⼦的推导⽅式为单次
传输，句⼦不呈现孤岛效应。⽽重建效应只与语缺、复制代词和零代词等受 A'-约束成分的内部结
构有关，与位移⽆关。⽂章证实孤岛效应和重建效应产⽣的根本原因以及出现的句法环境不同。
关键词 A'-型依存结构 孤岛效应 重建效应 复指代词 最简⽅案
1. 语缺、复指代词和零代词的句法分布

Zhang (2002) 提出，汉语⾥是否呈现孤岛效应(Island effects)与孤岛内谓语动词的类型有关。如
果将特谓事态谓语动词(Episodic eventuality predicates)的宾语从孤岛中提取出来，则相关句⼦不合
法；相反，如果将⾮特谓事态谓语动词(Non-episodic eventuality predicates)的宾语从孤岛中提取出
来，相关句⼦仍然合法。我们观察到，虽然孤岛效应与谓语动词的类型有关，但不⼀定是特谓性
在起作⽤，实际上谓语动词表达的动作对受事宾语产⽣的物理影响越直接，则受事宾语越难从孤
岛中移出。下⾯两例都含有名词补语从句作为孤岛。“殴打、推倒”类动词对其宾语有较为直接的物
理影响，宾语⼀般不太容易从孤岛中移出 (见例 1)；⽽“欣赏、喜欢” 这样的⼼理动词不会对宾语产
⽣直接的物理影响，则宾语⽐较容易从孤岛中移出 (见例 2)。根据 Pan (2017) 的分析，孤岛效应的
产⽣是由于位移发⽣后“殴打”类动词的宾语位置产⽣了语缺；⽽在没有孤岛效应的句⼦⾥，“欣赏”
类动词后⾯带的其实是⼀个零代词 pro，并且 pro 起到了复指代词(resumptive pronoun)的作⽤，从
⽽避免了孤岛效应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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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板殴打那个乞丐的] 事⼉传遍了⼤街⼩巷。
b. *那个乞丐 j，[⽼板殴打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2) a. [⼤家都很欣赏新来的体育⽼师的]传闻确实是真的。
b. 新来的体育⽼师 j，[⼤家都很欣赏 proj 的]传闻确实是真的。
在 Pan（2017）的基础上我们进⼀步认为，是否出现孤岛效应与谓语动词对其受事宾语产⽣物
理影响的程度直接相关。根据程度⾼低，可以对动词进⾏层级排列：“殴打”类动词影响程度最⾼，
最有可能导致孤岛效应；⽽“欣赏”类动词影响程度最低，最不易导致孤岛效应。此外，我们猜测其
他动词对宾语的影响程度介于这两类动词之间。例如，“巴结、拜访、发展、封杀、批评、欺骗、
歧视、慰问、陷害、想念、追求”等等。今后的研究可以通过相关句法实验来测试，进⽽明确这些
动词的层级位置。2
同时我们也观察到，“殴打”类动词所处的句法环境也会影响它们对受事宾语产⽣物理作⽤的程
度，进⽽影响孤岛效应。例如，不带任何修饰成分的动词“打”动作性最强，强调对其受事宾语产⽣
的物理影响，因此宾语最不可能从孤岛中移出 (见 3a)。同样，表完成的“打了” 也强调对其受事宾
语产⽣的物理影响，因此宾语也不太容易移出 (见 3b)。相反，加了动量的“打了三次”或者表过去
经历的“打过” 重在对已实现事件的描述而非强调对宾语造成的物理影响，所以其宾语可以⾃由地
从孤岛中移出。这些句法环境同样也构成了⼀个层级，该层级可以表明，同⼀动词受不同成分修
饰时对受事宾语产⽣的物理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根据上⾯的分析，(3a, b) 包含语缺，⽽（3c, d）
则包含零代词 pro。
(3) a. *那个乞丐 j，[⽼板殴打 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b. ?*那个乞丐 j，[⽼板殴打了 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c. ✔那个乞丐 j，[⽼板殴打了 proj 三次的] 事⼉传遍了⼤街⼩巷。
d. ✔那个乞丐 j，[⽼板殴打过 pro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为了保证测试的精准性，本⽂在测试语缺的句法分布时统⼀采⽤“殴打”类谓语动词；测试零代
词 pro 时则统⼀采⽤“欣赏”类动词。⾸先，例句 (4a, b) 说明话题化和关系化的操作均会导致孤岛效
应。
(4) a. *那个乞丐 j，[⽼板殴打 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b. *[[⽼板殴打 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的] 那个乞丐 j 最后还是逃跑了。
例句 (5a) 说明，话题化结构⾥的复指代词能避免句⼦产⽣孤岛效应；⽽ (5b) 则说明关系化结构⾥
的复指代词不能够使句⼦幸免于孤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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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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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那个乞丐 j，[⽼板殴打他 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b. *[[⽼板殴打他 j 的] 事⼉传遍了⼤街⼩巷的] 那个乞丐 j 最后还是逃跑了。
例句 (6b, c) 说明，零代词 pro ⽆论在话题化还是关系化结构中均能使句⼦避免产⽣孤岛效应。
(6) a. [答对那道⼏何题的] 学⽣很少。
b. 那道⼏何题 j，[答对 proj 的] 学⽣很少。
c. [[答对 proj 的] 学⽣很少的] 那道⼏何题 j 确实很难。
本⽂着重于语缺和零代词的⽐较以及相关结构的句法推导⽅法。关于不同语⾔⾥的复指代词在关
系分句⾥的分布情况，可参看 Sells (1984) 、McClosky (1990)、Rouveret (2011)；关于语缺与复指
代词在汉语中的分布情况，Pan (2014，2016a，b) 中有详细描述；关于零代词的分布可参看 Pan
(2017)。这⾥只做简要概括。
语缺

复指代词

零代词

话题化结构

✘

✔

✔

关系化结构

✘

✘

✔

孤岛效应

表⼀
从上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的分布规律：
⾸先，语缺是“殴打、推倒”类动词的宾语，⽽零代词是“欣赏、喜欢”类动词的宾语。所有的语
缺都会引起孤岛效应，⽆⼀例外；这与语缺所处的结构类型⽆关；相反，所有的零代词都能⽆⼀
例外地避免孤岛效应的产⽣，这与零代词所处的结构的类型也⽆关。因此在任何 A'-型依存结构
中，语缺与零代词天然呈互补分布。
其次，复指代词与零代词在话题化结构中都不会导致孤岛效应，句法表现⼀致；但是在关系
化结构中句法表现却不⼀致。
再次，复指代词在不同的 A'-型依存结构中表现不⼀致：在话题化结构⾥能避免孤岛效应的产
⽣，⽽在关系化结构⾥却不能避免该效应。
最后，在使⽤“殴打、推倒”类动词的情况下，语缺与复指代词在关系化结构⾥句法表现⼀致，
⽽在话题化结构中表现不⼀致，由此可以推断关系化结构与话题化结构的推导⽅式不同。
基于以上描述我们可以推测，由于语缺、复指代词和零代词的句法分布各不相同，包含它们
的 A'-型依存结构的句法推导⽅法也不相同。因此 A'-型依存结构的句法推导⼿段不仅与这个结构
的类型有关 (话题化，关系化，分裂焦点化等)，也与这个结构内部受到 A'-约束的变量类型有关 (语
缺，复指代词，零代词等)。下⾯具体讨论每⼀种结构的句法推导过程。
2. 最简⽅案下的推导⽅式
2.1 依存关系的建⽴⼿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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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简⽅案⾥建⽴依存关系的句法⼿段叫做“⼀致” (Agree)，其核⼼操作为“特征赋值”(Feature
valuation)。有些特征在进⼊句法操作前已经完成赋值，写作[属性 : 值]；⽽有些特征则没有，写作
[属性 : ___]。句法推导就是对未赋值的特征进⾏赋值。在语义上，特征又分为可解读和不可解读两
种。可解读特征在句法推导过程中会⼀直保留⾄接⼜ (Interface)，最后传输到语义层⾯；不可解读
特征则在句法推导到达接⼜前要被删除。由于特征的解读性只与语义相关，因此句法⽆法直接判
断⼀个特征可否解读，然⽽句法只有知道这⼀点才能决定是否将其删除。另⼀⽅⾯，句法能直接
看到⼀个特征是否已赋值。因此Chomsky将⼀个特征可否解读与赋值与否统⼀起来，即可解读特征
已经被赋值，不可解读特征则未被赋值(Chomsky 2000, 2001, 2004)。句法通过判断⼀个特征是否已
赋值来获知该特征可否解读。
“探测成分” (Probe) 与“⽬标成分” (Goal) 之间的依存关系由“⼀致”的操作来建⽴。探测成分多
为功能性中⼼语X0；⽬标成分⼀般为短语YP。探测成分 C-统治 (c-command) ⽬标成分。
(7) 探测成分 (X0) ……….. ⽬标成分 (YP)
in[F: 值]3

un[F:___ ]

________✔匹配 _______
✔一致
如果⼀个探测成分携带⼀个不可解读特征（未赋值），那么它需要寻找⼀个⽬标成分，该⽬标成
分必须携带与探测成分属性相同的可解读特征（已赋值），然后将⽬标成分的可解读特征的值复
制到探测成分的不可解读特征的空缺值上。完成赋值的不可解读特征在传输到接⼜之前要被删
除。最简⽅案⾥的“⼀致” 操作取代了原则参数下的位移 (movement)，⽽最简⽅案⾥的“移位”
(Move)只是为了满⾜探测成分所携带的EPP特征的要求。同时，也有很多学者并不认同语义上可否
解读与句法上赋值与否的⼀致性，因此对这些学者⽽⾔未赋值的可解读特征与已赋值的不可解读
特征同样存在(Pesetsky、Torrego 2007)；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探测成分也并⾮⼀定要c-统治⽬标成分
(例如Adger、Ramchand 2005)。因此，下例中的两种情况同样存在：
(8) a. ⽬标成分

………..

探测成分
un[F: 值]

in[F: ___ ]

_________✔匹配 ________
✔一致
b. ⽬标成分

………..

in[F: 值]

探测成分
un[F: ___]

_________✔匹配 ________
✔一致

3

本⽂中 un 代表不可解读（uninterpretable）， in 代表可解读（interpre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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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汉语 A'-型依存关系⾥的特征系统
基于第⼀节对汉语各种依存结构⾥语缺、复指代词和零代词分布的观察，本⽂讨论的每种结构中
探测成分与⽬标成分各⾃所携带的特征系统如下。
话题化结构

关系化结构

孤岛效应: 多次传输

语缺

复指代词

零代词

C-Top ……. 语缺

C-Rel ……. 语缺

in[Top]
un[var]
un[f]
EPP

in[Rel]
un[var]
un[f]
EPP

un[Top]
in[var]
in[f]

un[Rel]
in[var]
in[f]

C-Top ……. 代词

C-Rel ……. 代词

in[Top]
un[var]
un[f]
EPP

in[Rel]
un[var]
un[f]
EPP

un[Top]
un[var]
in[f]

C-Top ……. pro
in[Top]
un[Top]
un[var]
un[var]
un[f]
in[f]
EPP

un[Rel]
in[var]
in[f]

C-Rel ……. pro
in[Rel]
un[Rel]
un[var]
un[var]
un[f]
in[f]
EPP

⽆孤岛效应: 最后⼀次性传输

表⼆
所有的中⼼语 C（不管是话题中⼼语 C-Top 还是关系从句中⼼语 C-Rel）都带有与左缘结构
(Left-periphery) 相关的可解读特征，如 in[Top(ic)]和 in[Rel(ative)]等特征，以确保这些中⼼语 C 在
LF 上能解读为算⼦ (类似[l]特征，参看 Adger、Ramchand 2005； Rouveret 2019)。所有的中⼼语 C
都带有不可解读的变量特征 un[var]，因为变量特征在这些算⼦中⼼语上并⽆语义贡献。我们也可
以试想这些中⼼语 C 都带有不可解读的 un[f] 特征4和 EPP 特征。在 Chomsky 的特征赋值操作⾥，
⽬标成分和探测成分⾝上⼀定要⾄少携带⼀个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才能保证各⾃处于激活状
态，未被激活的⽬标成分或者探测成分不能进⼊特征赋值（也就是⼀致）操作。在 Pan (2016a, b)
的分析中，A'-型结构只采⽤了单特征系统，以[var]作为核⼼操作特征。⽽本⽂提出的特征系统与
之最⼤的区别就是引进了左缘特征，从⽽使 A'-型结构包含双特征系统[Top]-[var]、[Rel]-[var]。这
样做的优势是：当⼀致操作进⾏时，能确保中⼼语 C 和与之匹配的成分各⾃携带⾄少⼀个未赋值
特征，进⽽确保⼆者皆处于激活状态。
所有的语缺都带有可解读的 in[var]特征，因为语缺在 LF 上天然解读为变量。同时语缺也带有
可解读的 in[f]特征。由于语缺不可能解读为算⼦，因此它们也带有跟左缘结构内相关的不可解读
特征，如 un[Top]和 un[Rel]。

4

传统上，f特征包括⼈称、数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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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零代词 pro 都带有不可解读的 un[var]特征，因为 pro 在 LF 上并不是天然的变量（不总
是解读为变量）。同时 pro 也带有可解读的 in[f]特征。由于 pro 不可能解读为算⼦，所以也带有不
可解读的 un[Top]和 un[Rel]等特征。
复指代词只有在关系化结构⾥和语缺表现⼀致，均解读为变量，因此关系从句⾥的复指代词
携带可解读的 in[var]特征。但是在话题化结构⾥，复指代词并⾮必须解读为变量，因⽽可以携带
不可解读的 un[var]特征。不管位于何种结构（关系化结构或者话题化结构），复指代词都带有可
解读的 in[f]特征。由于代词不可能解读为算⼦，因此也带有不可解读的 un[Top]和 un[Rel]等左缘
特征。
关于语缺和复指代词是否具有变量属性的讨论，读者可参看 Pan (2016a, b)，这⾥就其主要论
据做简要概括。语缺天然作变量⽽复指代词不是。关系化结构不仅在语义上⽽且在句法上均包含
“算⼦-变量”的关系，因此关系化结构中的复指代词应解读为变量。在⽆任何语缺的话题句⾥，述
题部分作谓词，⽽句⾸话题成分(如悬垂式话题)作为整个谓词的论元，这种结构只能在语义和语⽤
层⾯被允准 (见 Pan、Hu 2008，Hu 2019) 。在句法上，⽆语缺的话题句并不包含明显的算⼦-变量
对。在包含复指代词的话题化结构⾥，其实也不存在窄义句法上的“算⼦-变量”的关系。因此，这
种话题结构⾥的复指代词并⾮作真正意义上的变量。例如，同位名词结构可以被话题化分离。
(9) a. [我弟弟 那个调⽪⿁] 从⼩就很淘⽓。
b. [外科⼿术医⽣ 这个职业] 对精准度要求特别⾼。
(10) a. 我弟弟 j 啊，那个调⽪⿁ j 从⼩就很淘⽓。
b. 外科⼿术医⽣ j 啊，这个职业 j 对精准度要求特别⾼。
“那个调⽪⿁”并不是受“我弟弟”所束约的变量；“这个职业”也不作“外科⼿术医⽣”的变量。因此，
“我弟弟—那个调⽪⿁”或“外科⼿术医⽣—这个职业”不构成窄义句法上的“算⼦-变量”型的约束关
系，进⽽⼆者不能在窄义句法上被关系化。
(11) a. *[外科⼿术医⽣ j 对精准度要求特别⾼] 的这个⾏业 j
b. *[我弟弟 j 从⼩就很淘⽓] 的那个调⽪⿁ j
与关系化结构相反，含复指代词的话题化结构并不要求在窄义句法上⼀定存“算⼦-变量”式的约束
关系，因此话题成分与复指代词之间不是“算⼦-变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最简⽅案⾥探测成分
与⽬标成分也并不⼀定要构成 A'-型“算⼦-变量”的关系，⼆者之间也可以是 A-型依存关系。综
上，我们可以假设话题化结构中只有语缺是天然的变量，因⽽携带可解读的 in[var]特征；相反，
复指代词和零代词 pro 都不是天然的变量，因⽽携带不可解读的 un[var]特征。例如，名词短语 DP
“那个调⽪⿁”、复指代词“他”和零代词 pro 都不是受句⾸话题“我弟弟”所约束的变量，它们之间的
同指关系并不属于“算⼦-变量”型。
(12) 我弟弟 j 啊，我妈妈特别宝贝 {那个调⽪⿁ j / 他 j / proj}。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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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归纳各类特征的属性和分布情况。
in[Top] / in[Rel]：所有的中⼼语 C（不管是话题中⼼语 Top 还是关系从句中⼼语 Rel）都带有与左
缘结构相对应的可解读特征，以确保这些中⼼语 C 在 LF 上解读为算⼦。
un[Top] / un[Rel]：所有位于 A'-约束位置的成分（语缺、复指代词或零代词 pro）都带有与左缘结
构相对应的不可解读特征。
un[var]：所有的中⼼语 C（⽆论是话题中⼼语 C-Top 还是关系从句中⼼语 C-Rel）都带有不可解读
的 un[var]特征，因为这些中⼼语 C 在 LF 上都不能解读为变量。某些位于 A'-约束位置的
成分，如所有的零代词 pro 和处于话题化结构中的复指代词，带有不可解读的 un[var]特
征，因为它们在 LF 上并不总是能解读为变量。
in[var]：所有的语缺都带有可解读的 in[var]特征，因为语缺在 LF 上天然解读为变量。关系化结构
中的复指代词携带的可解读特征 in[var]确保它们在 LF 上能解读为变量。
un[f]：所有的中⼼语 C（不管是话题中⼼语 C-Top 还是关系从句中⼼语 C-Rel）都带有不可解读的
un[f]特征。
in[f]：所有位于 A'-约束位置的成分（语缺、复指代词或零代词 pro）都带有可解读的 in[f]特征。
EPP：所有的中⼼语 C（不管是话题中⼼语 Top 还是关系从句中⼼语 Rel）都带有 EPP 特征。
2.3 多次传输
根据 Chomsky (2000, 2001, 2004)对⼀致操作的描述，当且仅当⼀个⽬标成分和与之相匹配的
探测成分都携带相同的且完整的特征组，并且进⾏⼀致操作时，相关的未赋值特征才能被赋值进
⽽被删除。同时，能够进⼊⼀致操作的探测成分与⽬标成分必须要处于激活状态，⽽进⼊激活状
态的先决条件是，⼆者必须各⾃携带⾄少⼀个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以下三类结构的推导⽅
式相同。
(I) 包含语缺的话题化结构 (=4a)
(13) DPj,

[C-Top …
in[Top]
un[var]
un[f]
EPP
探测成分

[T …… ____j]]
un[Top]
in[var]
in[f]
⽬标成分

_________✔匹配 ________
✔一致
(II) 包含语缺或者复指代词的关系化结构 (=4b, 5b)
(14) DPj

[C-Rel …
in[Rel]
un[var]
un[f]
EPP
探测成分

[T …… ____j / RPj]]
un[Rel]
in[var]
in[f]
⽬标成分

________✔匹配 ________
✔一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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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测成分和⽬标成分各⾃携带⾄少⼀个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因此⼆者皆处于激活状态。此
外，探测成分和⽬标成分各⾃携带的特征都是完整的，即[Top]/[Rel]、[var]和 [f] 三种特征；并且
这三种特征都有能与之完全匹配的相应特征。具体来说，in[Top] 为 un[Top]赋值，in[Rel] 为 un[Rel]
赋值，in[var]为 un[var]赋值，in[f]为 un[f]赋值。通过这样的机制，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便可以
进⾏。中⼼语 C 携带的 EPP 特征由句⾸的 DP 来满⾜。⾄此，所有已赋值的不可解读特征都可删
除。包含多个语段 (phase) 的结构分步进⾏推导，从⽽实现多次传输。换⾔之，⼀致的操作是传输
的前提条件。
2.4 单次传输

在 Pan(2016a, b)的单特征系统操作⾥，两个相匹配且皆未被赋值的特征不可⽴即进⾏⼀致的操作，
必须要等到整句话的推导完全结束之后才能进⾏最后的强制性⼀致操作。换⾔之，最后强制进⾏
⼀致操作的⼀对未赋值特征必须要事先完成匹配操作，即其特征属性要完全相同，如下所⽰：
(15) 探测成分 (X0) ……….. ⽬标成分 (YP)
un[F: ___ ]
un[F: ___ ]
________✔匹配 ________
✘一致
在单特征系统的基础上，本⽂进⼀步讨论该操作如何在双特征系统⾥实现。
(I) 包含复指代词或者 pro 的话题化结构 (=5a, 6b)
(16) DP1, [C-Top …
in[Top]
un[var]
un[f]
EPP
探测成分

[T …

RP1 / pro1]]]
un[Top]
un[var]
in[f]
⽬标成分

_______✔匹配 _______
✘一致
(II) 包含 pro 的关系化结构 (=6c)
(17)

DP1 [C-Rel …
in[Rel]
un[var]
un[f]
EPP
探测成分

[T …

pro1]]]
un[Rel]
un[var]
in[f]
⽬标成分

__________✔匹配 _________
✘一致
在上⾯的结构中，探测成分与⽬标成分都携带完整的特征组（[Top] / [Rel]、 [var]和 [f]）并且各⾃
携带⾄少⼀个未赋值特征，因⽽皆处于激活状态，可以进⾏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然⽽在这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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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探测成分与⽬标成分同时携带未赋值（不可解读）的 un[var]特征。由于匹配只要求两个
相关特征的属性相同，并不检验⼆者赋值与否，因此⼆者可以进⾏特征匹配的操作。本⽂沿⽤ Pan
(2016 a, b; 2017) 提出的核⼼分析，认为每⼀对互相匹配的未赋值特征不可以⽴即进⾏⼀致的操
作。只进⾏了匹配操作⽽没有进⾏⼀致操作的语段仍包含不可解读（未赋值）特征，因此不能传
输到接⼜。可以想像此时这些相互匹配的未赋值特征均被标记为“待删除”，只有待整句话推导完成
之时，所有已经匹配的未赋值特征才能进⾏最后强制性的⼀致操作，进⽽被强制删除，最后整个
句⼦进⾏⼀次性传输。在这种情况下，⼀致的操作可以认为是⽤来删除已经匹配的⼀对未赋值特
征的最后措施（Last resort）。
3. 孤岛效应
从上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致的操作是传输到接⼜的前提条件: 只有建⽴了“⼀致”关系的语
段（即该语段内所有未赋值特征皆已赋值）才能传输到接⼜。两个互相匹配的未赋值特征则不可
以⽴即进⾏⼀致的操作，必须要等到整句话的推导完全结束后才能最后进⾏强制性⼀致操作并删
除。这⼀节讨论含有孤岛结构的推导。
句法推导必须要分步进⾏的思想⾃“原则-参数”时代以来就已经存在，在最简⽅案阶段，这个
思想是通过语段理论和 “语段不可渗透性条件（版本⼀）”（Phase Impenetrability Condition, PIC1）
来体现的（见 Chomsky 2000）。当⼀个语段形成之后，语段中⼼语的补⾜语传输到接⼜，之后的
推导不可对已经实现传输的结构的内部成分进⾏任何句法操作。然⽽很多证据表明已传输的语段
补⾜语内部的⽬标成分是可以与语段外尚未传输的探测成分进⾏⼀致操作的。如下例中直接宾语
þeir 存在于 vP 语段中⼼语 v 的补⾜ VP 内，并且 VP 已经传输到接⼜，然⽽探测成分 T 仍然可以与
已传输的 þeir 进⾏f特征的⼀致操作。
(18) Henni [T höfðu] [v*P líkað
her.Dat. had.3pl
liked

þeir].
they.Nom

(冰岛语)

‘She had liked them.’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Chomsky 在（2001）和（2012）分别提出⼀种解决⽅案。第⼀种⽅案称为“语
段不可渗透性条件（版本⼆）”(PIC2)，其核⼼操作在于延迟语段内补⾜语传输到接⼜的时间。只
有当⼀个⾼语段的中⼼语进⼊句法推导时，已构建完成的低语段补⾜语部分才能传输到接⼜。例
（18）中，在⾼语段中⼼语 C 进⼊推导前，低语段的补⾜语 VP 仍未传输到接⼜，因此 T 仍可以与
þeir 进⾏⼀致操作。虽然 PIC2 能解决跨语段⼀致带来的问题，然⽽这种操作⽅式本质上是以弱化
语段本⾝的作⽤为代价的。第⼆种⽅案是修改传输的定义，让已传输到接⼜的语段补⾜语内部的
⽬标成分仍然可以与外部的探测成分进⾏⼀致的操作。传输到接⼜的结构中的⽬标成分⼀定只携
带已赋值的特征，因为包含未赋值特征的成分是不能进⾏传输的。由于⼀致的操作只会将⽬标成
分所携带特征的值复制到探测成分相应特征的空缺值上，这个过程不会改变⽬标成分的语⾳特征
及句法位置，因此对⽬标成分⽆任何句法上的影响，所以是可⾏的。第⼆种⽅案的优势在于可维
持句法推导的分步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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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案的核⼼区别在于在第⼀种⽅案中，⼀致的操作和移位的操作⼀样都必须遵循局域性
原则 (Locality)，会呈现出孤岛效应；⽽在第⼆种⽅案中，⼀致的操作则不受局域性原则约束，不
会呈现出孤岛效应 (参看 Chomsky 2012; Chomsky et al 待刊)。如果⼀致的操作不遵循局域性原则，
那么我们并不需要 PIC2 所提供的时间差。然⽽这样的操作却⽆法推导出含有孤岛结构的句⼦的不
合法性。如果⼀个已经传输到接⼜的⽬标成分可以毫⽆约束地与还未传输的探测成分进⾏特征赋
值的操作，那么我们可以设想即使这个已经传输到接⼜的⽬标成分处于孤岛当中，它仍然可以与
孤岛外⾯的任何与之相匹配的探测成分进⾏⼀致的操作，因此这样的推导⽅式永远都不可能得出
孤岛效应。此外，从细节上来看这种⽅案也有技术上的困难，⼀个已传输到接⼜的⽬标成分⾝上
所携带的未赋值特征应该在传输之前就删除了，因此即使允许它与未传输的探测成分进⾏⼀致的
操作，这个⽬标成分其实已经不再处于激活状态了，很难想象它会如何进⼊⼀致的操作。在第⼀
种⽅案中，假设⼀致的操作遵循局域性原则，那么我们则需要 PIC2 所提供的时间差。下⾯采⽤这
种⽅式来推导汉语依存结构的各种情况，我们将看到汉语的事实能说明第⼀种⽅案较第⼆种⽅案
更具优势。
3.1 呈现孤岛效应的情况
⾸先从不含孤岛的结构开始，以含语缺的话题化结构为例。
(19) [CP=TopP 话题成分 i [ C-Top [TP 主语 [ T [v*P 主语 [ v* [VP V ____i ]]]]]]]
第⼀步，语段 v*P 的中⼼语 v*（及物动词5）作为探测成分与其补⾜语 VP 内部的⽬标成分语
缺“____”进⾏匹配和⼀致的操作。探测成分 v*携带未赋值的 un[f :___]特征；⽬标成分语缺携带未
赋值的 un[Top:___]和未赋值的 un[Case:___]特征以及已赋值的 in[var :V]和已赋值的 in[f :V]特征
6

。由于探测成分和⽬标成分皆携带⾄少⼀个未赋值特征，⼆者都处于激活状态，进⽽⼆者可以进

⾏特征匹配和⼀致的操作。
第⼀步:
(20)
[CP C-Top
[TP
in[Top:V]
un[var :___]
un[f :___]
EPP

T

[v*P v*

[VP…

un[f :___]
探测成分

_____ ]]]]
un[Top:___]
in[var :V]
in[f :V]
un[Case:___]
⽬标成分

_____✔匹配 1_____
✔一致 1
经过⼀致的操作，v*所携带的未赋值特征 un[f :___] 得到赋值，成为 un[f : V]，进⽽被删除。语缺
上的未赋值 un[Case :___]也得到受格，成为 un[Case : Acc]，进⽽删除。这⾥忽略 T 与主语进⾏⼀

5

⼀般 v*表⽰及物动词；v 表⽰不及物动词。

6

这⾥我们统⼀简化⽤ V 来标识已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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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操作的步骤。
第 ⼆ 步 ， ⾼ 语 段 话 题 中 ⼼ 语 C 进 ⼊ 推 导 。 探 测 成 分 C 携 带 未 赋 值 特 征 un[var :___] 和
un[f :___]、不可解读的 EPP 特征以及已赋值特征 in[Top:V]。此时语缺作为⽬标成分还剩未赋值特
征 un[Top:___]和已赋值特征 in[var :V]和 in[f :V]。鉴于⼆者仍然各⾃⾄少携带⼀个未赋值特征，
因此均处于激活状态，进⽽可以进⾏特征匹配、赋值和⼀致等操作。
第⼆步:
(21) [CP C-Top
[TP
in[Top:V]
un[var :___]
un[f :___]
EPP
探测成分

T

[v*P v*
un[f : V]

[VP ….

_____ ]]]]
un[Top:___]
in[var :V]
in[f :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
经过⼀致的操作，C-Top 所携带的未赋值特征 un[var :___]和 un[f :___]均得到赋值，进⽽被删除。
语缺上的未赋值特征 un[Top:___]也得到赋值，进⽽删除。此时根据 PIC2，低语段 v*P 的补⾜成分
VP 传输到接⼜。
第三步:
拼读 1
(22)

[CP C-Top
[TP
in[Top:V]
un[var : V]
un[f : V]
EPP
探测成分

T

[v*P v*
un[f :V]

传输 1 (VP)
[VP… ____]]]]
un[Top:V]
in[var :V]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
最后⼀步，当句⾸的话题成分 DP 进⼊推导时，中⼼语 C 的 EPP 特征得到满⾜。⾃第⼀次传
输之后到此刻，所有成分⼀起全部传输到接⼜。整个推导完成。
第四步:
拼读 2
(23)

传输 2 (CP)
[CP DP-Topic C-Top [TP T
in[Top:V]
un[var : V]
un[f : V]
EPP

拼读 1
[v*P v*
un[f :V]

传输 1 (VP)
[VP… _____ ]]]]
un[Top:V]
in[var :V]
in[f]
un[Case :Ac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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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看孤岛效应的推导。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标成分在孤岛⾥，那么⼀致的操作就不能
继续，因为孤岛是单独在⼀个平⾏推导空间 (Workspace) ⾥进⾏推导的，推导完毕之后会独⽴进⾏
传输。因此，位于孤岛⾥的⽬标成分⽆法与孤岛外的探测成分进⾏⼀致的操作。在下例中，孤岛
的推导在平⾏推导空间⼀⾥单独进⾏，推导完毕后，整个孤岛⽴即进⾏拼读 (Spell-Out) 和传输。
(24) *那个乞丐 j，[⽼板殴打___j 的] 事⼉传遍了⼤街⼩巷。
推导空间⼀：孤岛的推导
(25) [NP [CP C [TP ⽼板 T [v*P v*-殴打 [VP ___j]]] 的] 事⼉]
先看前三步的简略描述。及物语段中⼼语 v*与语缺的⼀致操作这⾥不再赘述。⾼语段 CP 为⼀个名
词补语从句，因此其中⼼语带有可解读的 in[l:V]特征，该特征能保证中⼼语 C 解读为算⼦。中⼼
语 C 同时携带未赋值特征 un[var : __] 和 un[f : __]，因此 C 处于激活状态，从⽽可以与⽬标成分语
缺进⾏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结果是 C 所携带的两个未赋值特征皆得到赋值，语缺所携带的未
赋值特征 un[l:___]也得到赋值。此时，由于低语段中⼼语 v*的补⾜语 VP ⾥不再含有任何未赋值
（不可解读）特征，VP 可以传输到接⼜。
前三步:
拼读 1
传输 1 (VP)
(26)

[CP C-的

[TP ⽼板

T [v*P v*-殴打

in[l:V]
un[var : V]
un[f : V]

un[f :V]

探测成分

探测成分

[VP … ___j ]]]]
un[l:V]
in[var :V]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一致 1____
________________✔一致 2_________________
第四步，待 NP/DP 推导完成之后，⾃第⼀次传输之后到此刻的成分⼀起全部传输到接⼜。
第四步：
拼读 2
传输 2 (NP)
(27)

[NP [CP C [TP ⽼板 T [v*P v*-殴打 [VP ___j]]] 的] 事⼉]

孤岛部分作为平⾏推导空间⼀的全部内容要传输到接⼜。由于我们采⽤的是 PIC2，所以已传输到
接⼜的成分不可以与未传输成分进⾏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
主句的推导在第⼆个平⾏推导空间⾥进⾏。孤岛作为⼀个已经传输的整体就像⼀个⼤的词汇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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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参与主句的推导，但其内部成分不可参与任何句法操作（包括⼀致的操作）。
推导空间⼆：主句的推导
(28) *[CP 那个乞丐 j，C-Top [TP [NP[⽼板殴打 ___j 的] 事⼉] T [vP 传遍了⼤街⼩巷]]]。
in[Top:V]
un[Top:__]
un[var : __]
in[var :V]
un[f : __]
in[f:V]
EPP
un[Case :Acc]
________✘一致 ________
由于主句⾥的探测成分中⼼语 C-Top ⽆法与已经传输到接⼜的孤岛内部的⽬标成分（语缺）进⾏
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C-Top 所携带的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 un[var : __] 和 un[f : __]依然存
在，所以导致推导⽆法成功，句⼦就呈现出孤岛效应。
通过本节对各种依存结构推导的⽐较分析，我们看到汉语事实可以在理论上证明以下两点：
第⼀，⼀致的操作仍需受到局域性的限制；第⼆，“语段不可渗透性条件”版本⼆优于版本⼀。
3.2 不呈现孤岛效应的情况
下⾯讨论单次传输的情况。以含零代词 pro 的话题化结构为例。
(29) [CP=TopP 话题成分 i [ C-Top [TP 主语 [ T [v*P 主语 [v* [VP V proi ]]]]]]]
在第⼀步中，语段 v*P 的中⼼语 v*(及物动词)作为探测成分与其补⾜语 VP ⾥⾯的⽬标成分 pro 进
⾏匹配和⼀致的操作。探测成分 v*携带未赋值特征 un[f :___]；⽬标成分 pro 携带未赋值特征
un[Top:___]、un[var:___]和 un[Case:___]以及已赋值特征 in[var :V]。由于探测成分和⽬标成分皆携
带⾄少⼀个未赋值特征，⼆者都处于激活状态，进⽽可以进⾏特征匹配和⼀致的操作。
第⼀步:
(30)
[CP C-Top
[TP
in[Top:V]
un[var :___]
un[f :___]
EPP

T

[v*P v*

[VP…

un[f :___]
探测成分

pro ]]]]
un[Top:___]
un[var :___]
in[f :V]
un[Case:___]
⽬标成分

_____✔匹配 1____
✔一致 1
经过⼀致的操作，v*所携带的未赋值特征 un[f :___]得到赋值，成为 un[f : V]，进⽽被删除。pro 上
的未赋值特征 un[Case :___]也得到受格，进⽽被删除。
第⼆步，⾼语段话题中⼼语 C-Top 进⼊推导。探测成分 C 携带未赋值特征 un[var :___]和
un[f :___]，不可解读的 EPP 特征以及已赋值的 in[Top:V]特征。此时 pro 作为⽬标成分仍携带不可
解读特征 un[Top:___]和 un[var:___]以及已赋值特征 in[f :V]。鉴于⼆者各⾃仍然携带⾄少⼀个未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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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特征，因此皆处于激活状态，可以进⾏特征匹配、赋值和⼀致等操作。
第⼆步:
(31)
[CP C-Top
[TP
in[Top: V]
un[var :___]
un[f : ___]
EPP
探测成分

T

[v*P v*
un[f : V]

[VP …. pro]]]]
un[Top:___]
un[var :___]
in[f : V]
un[Case :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
经过⼀致的操作，中⼼语 C 和 pro 所携带的未赋值特征 un[var:___]仍未得到赋值。当探测成分和⽬
标成分所携带的特征同为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时，⼆者只能进⾏匹配的操作⽽不能进⾏以特
征赋值为前提的⼀致操作。如果⼀个语段只包含匹配⽽未进⾏⼀致操作的特征，则不能传输到接
⼜，每⼀对匹配的未赋值（不可解读）特征都会被标记为“待删除”⽽不会马上删除。此时，低语段
中⼼语 v*的补⾜成分 VP 应该传输到接⼜；然⽽由于 VP 内部的 DP 已与外部的 C-Top 进⾏了特征
匹配的操作⽽未进⾏⼀致的操作，所以 VP 还必须要留在操作空间⾥，不能传输到接⼜.
第三步:
(32)
[CP C-Top
[TP
in[Top:V]
un[var :___]
un[f : V]
EPP
探测成分

T

[v*P v*
un[f :V]

[VP…

pro]]]]
un[Top:V]
un[var :___]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
当句⾸的话题成分 DP 进⼊推导时，中⼼语 C 的 EPP 特征便得到满⾜。最后⼀步中，等所有跨语
段“匹配”全部完成之后，⼀致的操作实⾏“最后措施”，将所有相互匹配的不可解读特征强⾏进⾏⼀
致的操作和删除，整个句⼦进⾏⼀次性传输。
第四步:
拼读
(33)

传输
[CP DP-Topic C-Top [TP T
in[Top:V]
un[var : ___]
un[f : V]
EPP
探测成分

[v*P v*
un[f :V]

[VP… pro]]]]
un[Top:V]
un[var :___]
in[f]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
✔一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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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分析下，即使某个语段内部包含孤岛也没有关系，由于孤岛内部包含已匹配的未赋值
特征，孤岛不会马上传输到接⼜，推导可以继续进⾏直到整句话完成。在下例的平⾏推导空间⼀
⾥，探测成分 C 及⽬标成分 pro 皆携带属性相同的未赋值特征 un[F: __]，因此匹配的操作可以进
⾏，⽽特征赋值与⼀致的操作不能进⾏。由于整个孤岛⾥仍包含已经匹配但未赋值的特征，孤岛
部分不能传输到接⼜。
(34) 新来的体育⽼师 j，[⼤家都很欣赏 proj 的] 传闻确实是真的。
推导空间⼀：孤岛的推导
(35) [NP [CP C [TP ⼤家 T [v*P 都很 v*-欣赏 [VP pro ]]] 的] 传闻]
⾸先及物语段中⼼语v* 与pro进⾏⼀致操作。⾼语段CP在这⾥是⼀个名词补语从句，其中⼼语C携
带可解读特征in[l:V]，C也携带未赋值特征un[var : __] 和un[f : __]，因此C处于激活状态，与⽬标
成分pro进⾏特征赋值和⼀致的操作。⽽C和pro的未赋值特征un[var:___]仍未得到赋值，⼆者之间
只能进⾏匹配的操作⽽不能进⾏⼀致的操作。相互匹配的每⼀对未赋值特征都会被标记为“待删除”
⽽不会马上被删除。低语段中⼼语v*的补⾜语是VP，VP⾥的未赋值特征un[var : __]只经过了匹配
操作⽽没有经过⼀致操作，因此该特征仍未赋值，所以VP不可以传输到接⼜。
前三步:
[CP C-的

(36)

[TP ⼤家 T [v*P 都很 v*-欣赏

in[l:V]
un[var : __]
un[f : V]

un[f :V]

探测成分

探测成分

[VP

pro ]]]]
un[l:V]
un[var :__]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一致 1____
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________________

第四步中，待 NP/DP 推导完成之后，孤岛部分仍包含只进⾏过匹配操作⽽没有进⾏⼀致操作的未
赋值特征 un[var : __] ，因此仍不可传输到接⼜。
第四步：
(37)

[NP [CP C

[TP ⼤家 T [v*P 都很

in[l:V]
un[var : __]
un[f : V]

v*-欣赏

un[f :V]

[VP pro ]]] 的] 传闻]
un[l:V]
un[var :__]
in[f:V]
un[Case :Acc]

第⼆个平⾏推导空间⾥进⾏主句的推导。由于孤岛还未传输到接⼜，仍需参与主句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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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导空间⼆：主句的推导
(38) [CP 新来的体育⽼师 j，C-Top [TP [NP [CP C [TP ⼤家 T [v*P 都很 v*-欣赏[VP pro ]]] 的] 传闻] T [vP
确实是真的]]]。
第⼀步：
(39) [CP C-Top [TP [NP [CP C [TP ⼤家 T [v*P 都很 v*-欣赏[VP pro ]]] 的] 传闻] T [vP 确实是真的]]]。
in[Top:V]
un[var : __]
un[f : __]
EPP
探测成分

in[l:V]
un[var : __]
un[f : V]

un[l: V]
un[var :___]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______✔匹配 2_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
由于孤岛未传输到接⼜，主句⾥的探测成分 C-Top 仍可与孤岛内部的⽬标成分 pro 进⾏匹配操作。
⼆者皆携带⾄少⼀个未赋值特征，因⽽都处于激活状态。⽽ C 和 pro 的未赋值特征 un[var:___]未得
到赋值，⼆者之间只能进⾏匹配的操作⽽不能进⾏⼀致的操作，因⽽不会马上被删除。
第⼆步：
(40) [CP 新来的体育⽼师 j，C-Top [TP [NP [CP C [TP ⼤家 T [v*P 都很 v*-欣赏[VP pro ]]] 的] 传闻] T
[vP 确实是真的]]]。
in[Top:V]
un[var : __]
un[f : V]
EPP
探测成分

in[l:V]
un[var : __]
un[f : V]
探测成分

un[l: V]
un[var :___]
in[f:V]
un[Case :Acc]
⽬标成分

___________✔一致 1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致 2___________

当句⾸的话题短语 DP 进⼊推导时，C-Top 的 EPP 特征便得到满⾜。最后⼀步中，“⼀致”强⾏对所
有已经匹配的未赋值特征进⾏统⼀操作，经过强⾏“⼀致”操作的特征最后都被删除，整个句⼦进⾏
⼀次性传输。因此，在这样的推导下，句⼦不会呈现孤岛效应。7 这⾥我们可以想象两个都未赋值
的特征，⼆者皆不可被传输到接⼜，因为语义上这些特征⽆法被解读。然⽽如果这两个特征彼此
属性相同，在到达接⼜之前，可以借助强制⼀致的操作互相进⾏删除。

7

在 Chomsky (2000) 的特征赋值系统⾥，⼀个作为⽬标成分的未赋值特征可以对另⼀个作为探测成分的
未赋值特征进⾏赋值，但是 Chomsky 并没有把这种特殊的特征赋值⽅式当作是最后的措施 (Last resort)
进⾏强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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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建效应
在管约论时代，重建效应被⽤作判定是否发⽣位移的测试⼿段，即只有发⽣位移的成分才会引起
重建效应。在最简⽅案下，诸多学者如Aoun et al.（ 2001）, Rouveret （2008, 2011）则观察到重建
效应其实只与A'-型结构中复指代词的内部结构有关，⽽与位移与否⽆直接关联。他们提出代词其
实有着丰富的内在结构，代词等同于⼀个DP并有定指的含义。代词的内部结构⼀般有两种形式：
完整式[DP [D-f] NP]和缩略式[DP D-f]。完整式包含⼀个名词短语NP，由于这个NP的出现，句⼦在
满⾜或违反约束三原则的语境中会呈现出重建效应；缩略式⾥没有NP，因此不会引起重建效应。
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Pan（2016a，b）观察到汉语⾥⽤作复指代词的第三⼈称代词如“他、她们”
等与威尔⼠语的代词相似，同时包含有完整式和缩略式两种内部结构，并且同⼀个代词在不同句
⼦⾥采⽤何种内部结构则由这些句⼦的句法推导⽅式决定。例如通过⼀致操作进⾏推导的句法结
构⼀定会选择完整式，⽽通过匹配操作进⾏推导的句法结构则更偏向于选择缩略式。以下具体分
析⼏个例⼦。在例句(41)的复指关系化结构中，复指代词“他们”采⽤的是完整式内部结构，在LF层
⾯重建之后，内部结构中的名词部分“张医⽣的两个弟弟”也随之重建，因此“张医⽣”必然受到代词
“他”的约束，从⽽违反了约束原则C。
(41) 关系化结构
a. *[护⼠长怀疑 他1 打了 他们2 ] 的 张医⽣1 的 两个弟弟2
b. 他们2= [DP D f (第三⼈称，复数，阳性) [NP 张医⽣的两个弟弟]]
c. *[TP [护⼠长怀疑 他1 打了[DP D f [NP 张医⽣1 的两个弟弟2]]]…
_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C效应
⽽例句(42)的复指话题化结构⾥，复指代词“他们”采⽤的是缩略式内部结构，在LF层⾯重建之后，
内部结构中的名词部分“张医⽣的两个弟弟”没有得到重建，因此代词“他”并不约束任何名词成分，
从⽽没有违反约束原则C。
(42) 话题化结构
a. 张医⽣1 的 两个弟弟2，护⼠长怀疑 他1 打了 他们2。
b. 他们2 = [DP D f (第三⼈称，复数，阳性)]
c. … [TP 护⼠长怀疑 他1 打了[DP D f ]]

(⽆约束原则C效应 )

下⾯两组例句也同样说明了这个区别。
(43) 关系化结构
a. *[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它们2] 的 林校长1 的 两只⼩⽩兔2
b. 它们2 = [DP D f (第三⼈称，复数) [NP 林校长 的 两只⼩⽩兔]]
c. *[TP 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DP D f [NP 林校长1 的 两只⼩⽩兔2]]]…
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C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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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话题化结构
a. 林校长1 的 两只⼩⽩兔2，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它们2。
b. 它们2 = [DP D f (第三⼈称，复数，阳性)]
c. …[TP 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DP D f]]

(⽆约束原则C效应 )

与代词系统不同，语缺则只包含⼀种固定的内部结构，即完整式，因此⽆论语缺出现在以何
种⽅式推导的句法结构中，句⼦会⽆⼀例外地呈现出重建效应。
(45) a. 关系化结构
*[护⼠长看到 他1 打了 ____2] 的 张医⽣1 的 两个弟弟2。
b. 话题化结构
*张医⽣1 的 两个弟弟2，护⼠长看到 他1 打了 ___2。
c. [____]= [DP D f (第三⼈称，复数，阳性) [NP 张医⽣的两个弟弟]]
d. *…[TP 护⼠长看到 他 1 打了[DP D j [NP 张医⽣ 1 的 两个弟弟 2]]]…
_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C效应
(46) a. 关系化结构
*[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___2] 的 林校长1 的 两只⼩⽩兔2
b. 话题化结构
??林校长1 的 两只⼩⽩兔2，我经常看到 他1 喂 ____2。
c. [____]= [DP D f (第三⼈称，复数) [NP 林校长 1 的 两只⼩⽩兔 2]]
d. *…[TP 我经常看到 他 1 喂 [DP D j [NP 林校长 1 的 两只⼩⽩兔 2]]]…
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C效应
Pan (2017)很简短地说明零代词pro与语缺⼀样，只包含⼀种固定的内部结构，即完整式，因此pro
⽆论在关系化还是话题化结构中都会导致重建效应的产⽣。
(47) a. 关系化结构
*张三认为 她1 读过很多次 pro2 的 ⼩红1 的 论⽂2
b. 话题化结构
?*⼩红1 的 论⽂2，张三认为 她1 读过很多次 pro2。
c. pro = [DP D f (第三⼈称，单数) [NP ⼩红的论⽂]]
d. *…[TP 张三认为 她1 读过很多次 [DP D f [NP ⼩红1 的 论⽂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C效应
下⾯的例⼦也说明，零代词pro的完整式在重建之后也可以导致约束原则A效应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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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 关系化结构
王医⽣1 很喜欢⽤ pro2 的 他1 ⾃⼰的那把 ⼿术⼑2
b. 话题化结构
他1 ⾃⼰的那把⼿术⼑2，王医⽣1 很喜欢⽤ pro2。
c. pro = [DP D f (第三⼈称，单数, 阳性) [NP 他⾃⼰的那把⼿术⼑]]
d. … [TP 王医⽣1 很喜欢⽤ [DP D f [NP 他1⾃⼰ 的那把⼿术⼑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约束原则A效应
通过⽐较可以看出，尽管零代词 pro 可以起到复指代词的功⽤，但是⼆者在重建效应上的表现并不
相同：pro 只有⼀种固定的内部结构，⽽像“他”⼀类的显性复指代词则有两种不同的内部结构。单
从重建效应上来看，零代词 pro 表现得更像语缺。我们的分析是，⼆者都以完整式作为各⾃的内部
结构。
5. 结语
本⽂在Pan(2016a, b; 2017)的基础上系统地观察了语缺、复指代词及零代词pro的句法分布，并分别
检验了这三者在孤岛效应和重建效应上的表现。
⾸先⽐较语缺与零代词pro。语缺⽆论在何种结构（话题化结构和关系化结构）中都会导致孤
岛效应；⽽pro是天然的复指代词，不仅不会在任何A'-型依存结构中导致孤岛效应，反⽽可以使⼀
个A'-型依存结构避免产⽣孤岛效应。语缺携带可解读的in[var:__]特征，⽽pro携带不可解读的
un[var:__]特征。⼆者的共同点则是都具有完整式的内部结构，因此都会产⽣重建效应。对于语缺
与零代词的观察也可以证实，孤岛效应与重建效应出现的句法环境并不⼀定重合，⼆者之间没有
必然联系，这个结论也再次证明孤岛效应与重建效应产⽣的根本原因不同。和前⼈学者的观察⼀
样，重建效应只与受A'-约束的变量的内部结构有关，与位移与否并⽆关联。
再⽐较零代词pro和显性复指代词。即使pro可以⽤作拯救型的复指代词，但仍与显性的复指代
词有区别。零代词pro只有完整式作为其内部结构，⽽显性的复指代词如“他、她们”等则有完整式
和缩略式两种内部结构。并且pro只携带不可解读特征un[var:__]。显性复指代词在话题化结构中携
带不可解读特征un[var:__]，⽽在关系化结构中携带可解读特征in[var:__]。因此⼆者⽆论是在孤岛
效应上还是在重建效应上都表有很⼤的区别。有别于Pan (2016a, b; 2017) 的单特征系统，本⽂提出
了双特征系统来完成各类A'-型依存结构的句法推导。
话题化结构

关系化结构

孤岛效应

语缺
✘

复指代词
✔

零代词
✔

语缺
✘

复指代词
✘

零代词
✔

重建效应

✔

✘

✔

✔

✔

✔

推导⽅式

多次传输
[[D-f] NP]

单次传输
[D-f]

内部结构

单次传输 多次传输 多次传输 单次传输
[[D-f] NP] [[D-f] NP] [[D-f] NP] [[D-f] NP]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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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rivation of two types of A'-dependencies (i.e. Left-dislocation structures
and relative clauses) and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three A'-bound elements (i.e. Gap, resumptive
pronoun and pro) in Mandarin Chines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Minimalist Program. In Pan’s
(2016a, b) analysis, feature system used for deriving A'-dependency contains only one core operating
feature [var(ible)]. Different from the analysis under single feature system, this paper uses two
peripheral features, [Top(ic)] in Left-Dislocation structures and [Rel(ative)] in relative clauses, to
establish a dual feature system: [Top]-[var] and [Rel]-[var]. In this dual feature system, C-Top bears
an interpretable feature in[Top] and C-Rel bears an interpretable feature in[Rel]; by contrast, A'bound elements bear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such as un[Top] and un[Rel]. The advantage of the dual
feature system is that it can ensure that C head and the matching constituent each bear at least one
unvalued feature when Agree is carried out, thus ensuring that both Probe and Goal are active for
Agree.
Gap in both LD-structures and relatives, and, overt resumptive pronoun in LD-structures bear an
interpretable [var] feature, thus they are interpreted as bound variables at LF. Agree applies phase by
phase in a cyclic fashion and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derivation, multiple Transfer and multiple SpellOut apply, which is why in such structures both gap and resumptive pronoun will give rise to island
effects.
A'-bound elements such as pro in both LD-structures and relatives, resumptive pronoun in
relatives bear an uninterpretable [var] feature, and they do not need to be interpreted as bound
variables at LF. In the derivation, single Transfer and single Spell-Out apply. Two matched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do not Agree immediately. A phase containing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interfaces. The matched pair of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will be “forced” to
be Agreed until the final Transfer at the final phase cycle, as a last resort. And then the entire sentence
containing all of the phases will be sent to the interfaces by Transfer. Therefore, a Matching chain is
not subject to the locality constraints. In such structures, both pro and resumptive pronoun can save
the relevant sentence from the potential violation of locality constraints. In this derivation, Agree can
be considered as a last resort to delete uninterpretable features which have been matched.
This paper will also argue that the syntactic environment of island effects and that of reconstruction
effects do not necessarily coincide. The causes giving rise to these two effects are different with no
necessary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The reconstruction effects only depend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A'-bound elements bu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movement. Pronominal elements, such as gap,
resumptive pronoun and pro, are hypothesized to have internal structures including an extended form
[DP [D-f] NP] and a reduced form [DP D-f]; different form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will not give rise
to the same reconstruction effects. I will argue that gap and pro always have an extended form, which
will give rise to reconstruction effect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appear in an LD-structure or in a
relative clause. As argued in Pan (2016a, 2017), resumptive pronoun in an LD-structure has a reduced
form, which will not give rise to reconstruction effects; however, resumptive pronoun in a relative
clause has an extended form, which will give rise to reconstruction effects. A systematic comparison
in this paper shows that pro behaves like resumptive pronoun in redeeming the relevant sentence from
the violation of locality constraints; on the contrary, pro behaves like gap in giving rise to
reconstruction 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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